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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案概述

此次考察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一、各领域示范性的特色农场；二、综合性和具有教育功能性质的

休闲农场；三、农产品品牌创意营销案例；四、社区营造成功案例。

1. 各个领域示范性的农场

 胜洋水草农场—以水草种植为主题；

 飞牛牧场—以乳牛养殖为主，并配合农业观光及体验；

 金勇DIY 番茄乐园—以番茄种植为主，配以甜椒、草莓和蝴蝶园等观光采摘项目；

2.综合性和具有教育性质的农场

 清境农场—综合性的“国营”农场，包括草原、畜牧和花园等；

 香格里拉农场——由原来果树种植发展而来的综合性休闲度假农场；

 台一生态教育休闲农场—以自然生态教育为主；

3. 农产品品牌营销

 掌生谷粒—文化品牌如何推动农产品发展；

 橘之乡蜜饯观光工厂—文化品牌如何推动农产品发展；

4. 社区营造

 桃米生态村转型之路

备注：薰衣草森林和天空之城，因都在山区，大车不能进去，因此暂不安排。

二、手续办理计划和建议出行时间

2 月 29 日 发出报名通知 3月 10 日 确认出行人员 3月 25 日 取得通行证和签注

4月 18 日 取得入台证 4月 27 日出行，5月 4 日返回。（五一假期 4月 30 日-5 月 2

日，预计办理时间仅供参考，以具体进度为准）

三、下榻酒店安排说明

台北特色酒店主要在郊区，市区参观较不方便，因此建议台北安排常规酒店；其他地方可安排香格里

拉休闲农场、清境农场丽景花园民宿、金山温泉酒店，酒店图片请见方案最后一部分。

考察项目介绍
 胜洋水草农场

胜洋水草位于宜兰县员山乡尚德村，早期经历过鳗鱼养殖，也经历过金鱼及热带鱼的培育，九十年代

后开始发展水草养殖，生意做到全台湾还出口。“销量虽然大，但是单价低，生意慢慢不太好做。”



老板徐志雄就在 2002 年转型为休闲观光，从最早只有二三十种水草陆续增到 400 多种，2008 年底投

资重新打造水草主题餐厅，主打水草创意料理，如水紫苏番茄沙拉、鱼腥草鸡汤等。胜洋水草是目前

台湾最大的专业水草养殖场，也是水草景观设计之精髓。

 橘之乡蜜饯观光工厂

橘之乡蜜饯观光工厂是一处以现代化生产设备制作金枣蜜饯加工生产地，也是一处结合地方风情与金

枣文化的现地展馆。台湾第一家蜜饯观光工厂，除了展售各式精致美味的蜜饯礼盒外，专人解说的视

听简报，设计简单明亮，将金枣蜜饯与兰阳文化及土地紧密相连。走进透明化厂房的参观回廊，一颗

颗鲜嫩饱满的新鲜金枣经过选果、腌渍、针刺、漂水、杀菁、真空糖渍、热风干燥、卫生包装等过程，

变成令人垂涎欲滴的金枣蜜饯，完整而透明化的制程，可以安心享用。

 香格里拉休闲农场

台湾香格里拉休闲农场是一家大型体验式主题农场。在规划布局上有农产品展售、乡土餐饮、品茗、

住宿度假、农业体验及森林游乐等多种业态，项目以体验带动产品销售，打造自己独特的文化。农场

原来只栽种果树，后来逐步增设农产品展售区、乡土餐饮区、品茗区、住宿度假区、农业体验区及森

林游乐区等，而成为一个兼具采果、休闲、度假、生态等多功能的旅游地。

http://www.ssssla.com/


 台一生态教育休闲农场

台一生态教育休闲农场位于南投县埔里镇，为多元化发展后所衍生出来的体系之一。农场面积由最初

的 0.45 公顷扩增至 50 公顷，场地跨区分布在埔里镇、仁爱乡及鱼池乡三个乡镇。台一生态教育休闲

农场宗旨以自然生态教育为主。有一座全亚洲最大的蝴蝶生态馆和甲虫生态馆、押花生活馆、亲子戏

水区、浪漫花屋、可爱动物区、度假木屋、景观花园及各类生态标本区等。近年来农场内也增加了水

上花园餐厅、花屋、光合广场、仙人掌生态区、押花生活馆等休闲、生态区，最特别的就属农场内的“花

神庙”。目前为提升休闲品质以及文化教育内涵，更延聘多位艺术、文化顾问在农场添设许多融合生

态、艺术的典雅设施，让前来观摩、旅游、研习的游客、学生都能在安全、浪漫的缤纷花香蝶舞之中，

放纵情思，沉醉自然。这是一处兼具农业休闲和教育的观光景点。

 金勇DIY 农场

金勇DIY 农场是台湾农业迈向企业化、科技化、自动化、精致化、多元化之智

能型综合农场。园内经营项目有西红柿家族主题农场，引进来自世界各国三十

余种西红柿，不同形状、不同颜色、不同营养价值之 DIY 采果及八彩甜椒园、

温室立体准有机草莓园、花卉展售区、葫芦彩绘、客家米食DIY、擂茶、花卉

DIY…等，提供丰富且多样化田园采果乐，将农业生产、生态、生活结合。



 清境农场

清境农场为台湾三大高山农场之一，位于南投县仁爱乡，海拔约 1700 至 2000 米，面积广达 760 公

顷。官方资料称：清境农场坐拥群山之间，视野广阔，可欣赏奇莱山日出的奇景，远眺合欢山积雪，

山岚云雾飘渺，夕阳晚霞缤纷万变，夜晚仰望灿烂银河星空，年平均温度约 16℃，早晚温差 2 ～ 5

度，所以素有“雾上桃源”之美称。其绝美的胜境、有趣且特色鲜明的体验项目、各产业的融合、务

实的营销让清境农场在台湾众多农场中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飞牛牧场

飞牛牧场是一家以乳牛养殖为主的休闲农场、地

处台中苗栗县通霄镇与三义乡间、向东南离三义

交流道约 20km、西北约 10km 则可达通霄镇市

区，飞牛总面积约 120 亩，包括了牧草种植、乳

牛养殖及约 50 亩的营业面积，飞牛牧场分为农

业经营体验区、休闲活动区、农业景观及自然生

态三个区，其中、农业经营体验区分为牧野风情

区飞牛广场——大草坪亲子活动区，休闲活动区分为游客服务中心区农民研习训练区。有机蔬菜展示

区，农业景观及自然生态区则分为蝴蝶中心，休闲农场研究发展及计划保留区。

 掌生谷粒

一对年届四十岁的夫妇在中年关口上，因为喜欢吃米饭，而因缘际会走上创业。这对夫妇开始走访台

湾各地的米农，将各地出产的米，以每一公斤或每两公斤不等用牛皮纸包装，并搭配独特的名字宣传。

掌生谷粒的理念，是希望透过他们对台湾米的认识，传达出对台湾稻米的热爱和认识，然后帮助消费

者了解米食、选择正确自己所喜爱的米。更特别的是，因为「掌生谷粒」以精细的包装和对米食的深

入了解，而成为各种米的代言人，将台湾米提升到另外一个地位，也让客户产生了对台湾米的兴趣，

而成为粉丝型的客户，客户享受于买米、煮饭和台湾农业文化的回味，成为食米界的精品店。



 松山文创园

松山文创园，位于台北市东部的忠孝东路四段，毗邻台北 101 大楼，隔壁即为正在兴建的台北大巨蛋

体育馆。其前身为建于 1937 年的松山烟厂，1998 年停产，2010 年转型为松山文化创意园区。2012

年，松山文创园区被定位为“台北市的原创基地”，目标是培养原创人才及原创力，园区规划重点不

在于引进产业，而是如何激发创意与创新能量。松山文创园区不只是一个展现平台，而是更积极成为

可激发及培育创作精神的平台，以“创意实验室”、“创意合作社”、“创意学院”和“创意橱窗”

为创意四大策略。原创是松山文创园的品牌，致力于成为台北市的创意橱窗。园区内除了烟厂古迹、

休闲绿地，还有台湾创意设计中心和台北文创大楼。

 纸箱王主题园区

纸箱王从事纸艺工作二十余年，主要从事纸品开发设计，并突破传统纸的平面侷限，用迅速的开发能
力，一年推出四五十种产品~在两千多种产品中，就超过百项的专利设计，在过去 10 年的营运累积，
已逐步建构稳定之客户群。这是一个结合创意人、设计人、印刷人所组成的纸品王国，从对“纸”的
迷恋执着延伸，深入研究纸的极限，结合各种变化，用纸玩味生活，设计生活，创造生活。目前在台
湾有 7个主题创意园区，2012-2105 年陆续在周庄、福州、上海和广州建立主题创意园区和原创纸品。



 桃米生态村
桃米生态村为埔里镇的桃米里，海拔高度约在 430 至 800 公尺之间，是一处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生
态宝地。在桃米里经历了９２１大地震之后，当地居民决定以自然生态为主题重建家园，在各相关单
位的协力推动之下，桃米里的居民拾起书本重新认识桃米里中的生态环境，并且考取生态解说员执照，
连他们都讶异原来桃米里中蕴藏着如此丰富的动植物生态，包含十九种的青蛙、四十三种的蜻蜓与豆
娘、六十余种的鸟类以及多种溼地生态植物，也设置森林浴步道、水上瀑布、生态池与苗圃等设施，
目前桃米生态村已建立起完善的生态导览解说，并成立多家民宿。

http://xn--oct140ar1ckrw.tw/
http://xn--oct140ar1ckrw.tw/
http://puli.okgo.tw/
http://xn--oct140ar1ckrw.tw/
http://xn--oct140ar1ckrw.tw/
http://xn--oct140ar1ckrw.tw/
http://xn--oct140ar1ckrw.tw/
http://xn--oct140ar1ckrw.tw/
http://xn--oct140ar1ckrw.tw/


考察日程

D1 4 月 27日 星期三 重庆—台北
CA409 CKGTPE 1520 1820

中午前往机场搭乘 15:20 航班 CA409 前往台北；当地时间 18:20 抵达后专人专车接机，晚餐后入住

酒店休息。

住宿：桃园

备注：1、此航班去程和回程逢周一、周四没有航班。2、当天抵达台湾桃园国际机场，也就是中正国际机场，位于台

湾桃园市大园区，是台北市的主机场与北台湾主要的货运以及旅客出入吞吐，也是台湾地区境内最大最繁忙的机场。

桃园国际机场与台北市相距约 40公里，车程约 40 分钟。

D2 4 月 28日 星期四 桃园—宜兰

酒店早餐后前往宜兰，在工厂经理或其他主管的带

领下参观橘之乡蜜饯观光工厂（行车约 1.5 小时），

随后参观胜洋水草农场（行车约半小时），场主或

主管讲解胜洋水草农场的发展过程和农场定位的因

素；最后前往香格里拉休闲农场（行车约半小时），

农场董事长或其他主管讲解农场模式及发展。

住宿：香格里拉休闲农场

备注：1、胜洋水草农场地址：宜兰县员山乡尚德村八甲路

15-6 号；2.橘之乡蜜饯观光工厂地址：宜兰县宜兰市梅洲二路 33号；3.香格里拉休闲农场地址：宜兰县冬山乡大进村

梅山路 168 号

D3 4 月 29日 星期五 宜兰—台北

酒店早餐后，参观★宜兰传统艺术中心，返回台北；掌生谷

粒高阶主管分享文化品牌如何推动农产品发展；随后参观松

山创意园区，★台北 101 观景台；晚餐后可自行前往诚品书

店/台北夜市。

住宿：台北

备注：宜兰传统艺术中心地址：宜兰县五结乡季新村五滨路二段 201

号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58403/54415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44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55302.htm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7%E5%9B%AD%E5%8C%BA
http://baike.baidu.com/view/493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945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9323.htm


D4 4 月 30日 星期六 台北—新竹—台中

酒店早餐后参观★故宫博物馆，台北忠烈祠；随

后前往新竹金勇DIY 休闲农场（行车约 1小时），

与彭金勇董事长或其他主管交流；下午前往飞牛

牧场（行车约 1小时），董事长特助或其他主管

讲解飞牛牧场的场区设计与环境教育，前往台中

（行车约 1小时）；抵达后晚餐入住酒店休息。

住宿：台中

备注：1、住宿：飞牛牧场原憩目前正在装修，5月可能

尚未开放，暂安排台中饭店入住；2、金勇DIY 休闲农场

地址：新竹縣關西鎮東光里 16 張 2 鄰 35-1 號；3、飞牛牧场地址：苗栗縣 35750通霄鎮南和里 166 號。

D5 5 月 1日 星期日 台中—溪头—日月潭

早餐后参观台中彩虹眷村，然后前往溪頭参观妖怪村园区（行

车约 1.5 小时），下午前往日月潭（行车约 1小时 40 分钟），

参观文武庙，并安排★游船游览日月潭，晚上入住湖边饭店。

住宿：日月潭湖边饭店

D6 5 月 2日 星期一 日月潭—台一生态农场—清境农场

早餐后桃米生态文化村（行车约 40 分钟），专业讲

解员讲解桃米的灾后转型之路，参观★纸教堂；随后

前往台一生态农场（行车约 20 分钟），观光事业部

副理或其他主管讲解休闲农业创意设计；参观最后前

往清境农场（行车约 1小时），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住宿：清境农场民宿

备注：台一生态农场地址：54560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一段

176號；桃米生态文化村地址：台湾 545 南投縣埔里鎮桃米里

桃米巷 37号；清境农场地址：台湾省南投县仁爱乡。



D7 5月3日 星期二 清境农场—九份—金山

早餐后参观★青青草原，纸箱王主题餐厅；前往九份（行

车约 4小时），最后前往东北角金山温泉（行车约 1小时），

晚上享受海底温泉。

住宿：金山

备注：当天行车时间较长，比较辛苦，请知悉。

D8 5 月 4日 星期三 金山—野柳—台北—桃园

CA410 TPECKG 1920 2230

早餐后前往野柳（行车约 20 分钟），

参观野柳风景区；返回台北（行车约

40 分钟），总统府（外观）、中正纪

念堂、国父纪念馆；前往桃园机场（行

车约 40 分钟）搭乘航班返回重庆。

备注：安瑞保留根据境外酒店、用车、展览会等因素的实际情况对部分行程进行修改的权利。



费用预算

因私 12人独立成团费用： 12200 元/人 (不含税）

12900 元/人 (含税)

包含全程国际国内机票及境外地接费用，按照 4月 27 日出行预算；如遇出行时间的改变或遇境

外展会期间，接待价格将做相应调整。而国际机票浮动性较大，最终以实际预订为准！

包含项目：

 全程国际、国内机票及燃油附加税、机场建设费、航空保险.

 桃园、台北、台中当地五星级酒店，其他安排香格里拉休闲农场、日月潭湖边饭店、清境农场特

色民宿、金山海湾温泉会馆。

 全程酒店内自助早餐，台湾风味餐和团餐混合安排.

 全程 22 座空调商务用车.

 专业华语导游、专职台湾司机.

 行程中★标明的景点首道门票(宜兰传统艺术中心、台北 101 观景台、故宫博物馆、日月潭游船、

纸教堂、青青草原、野柳风景区).

 全程公务活动费用.

 台湾入台证费用.

 美国利宝境外紧急救援险（保额：161 万元）.

未包含项目：

 通行证费用.

 国内地接安排费用.

 自然产生的酒店单间差.

 由于罢工，自然灾害，偷窃或其它不可抗拒的素造成的损失.

 报价包含常规门票以外的其他项目费用.

 行程中以及上述“包含”条款中未列明的一切额外费用.

备 注：

1. 任何团队行程、人数和接待标准的变化均将导致报价的再调整，最终接待价格以团队实际出行人数和接待标准

及行程为准！



全程参考酒店
桃园：桃园尊爵大饭店或同级★★★★★

简介：尊爵大饭店距离台北市中心 30 分钟车程，距离桃园国际机场 20 分钟车程。

宜兰：香格里拉休闲农场或同级

简介：香格里拉休闲农场坐落在大元山脚下，位于海拔 250 米处，享有凉爽的气候和美丽的风景。酒

店距离梅花湖和仁山植物园有 10 分钟的车程。

台北：福容大饭店或同级★★★★★

简介：台北福容大饭店紧邻建国南路交汇处，距离大安森林公园站有 5分钟步行路程。



台中：长荣桂冠或同级★★★★★

简介：酒店距离崇光百货有不到 10 分钟的步行路程，距离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仅有 1公里，距离台

中塔仅有 1.2 公里。

清境农场：俪景花园山庄

简介：以松木构筑成的欧式原木山庄，坐拥清新绿原与远处连绵山色。依山势建造的居高临下，少了

喧嚣杂乱，多了一丝自在写意。

金山：金山海湾温泉会馆或同级★★★

简介：金山海湾温泉会馆的每间客房全铺有地毯地板，设有衣柜、平面电视、连接浴室设施、免费洗

浴用品和吹风机。这家优雅的酒店距离朱铭美术馆有 15 分钟车程，距离以各种购物和餐饮场所闻名

的金山老不到 17 分钟步行路程。



日月潭：日月潭真美会馆或同级★★★

简介：真美日月潭会馆于 2012 年落成启用，地下 3 层，地上 23 层，是目前日月潭周边楼高最高的

饭店，超过 160 间观湖客房、会议厅、名特产店、百米景观瞭望台等，并提供中、西式早餐与当地特

色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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